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二屆第十三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一、 時間：十二月六日下午六時三十分 

二、 地點：成大簡易餐廳。 

三、 出席人員：  

        理事    么煥忠、黃建中、翁雅茹、賴政詩、簡廷憲、林宏吉、陳金鳳、許錫銘、

黃美蘭、王唯勳、吳綠茵、江鎧琳、洪銘德、汪珮如、詹靜婷、吳秀蒂、

趙玉潔 

        監事    簡宓緹、姚惠貞、王惠民、李  玲、 

四、 列席人員： 呂建達  

五、 請假人員：羅渝恩、蕭福仁、陳興隆、謝佳穎、王姵涵、鄭義成、林有為 

六、 主席：么煥忠                                                  紀錄：呂建達 

七、 報告事項： 

行政組： 

入會：  

 九月份： 

 十月份：664 蔡旻吟 665 王嘉筠 666 高志遠 

 十一月份：667 蕭婷儀 668 李祖銘 669 曾馨賢 670 陳怡瑄 

退會： 

 九月份：655 景煒峰 658 李秉原 

 十月份：246 趙冠韋 355 陳怡方 526 黃建富 

 十一月份：593 郭進飛 296 邱玉鳳 478 羅子修 659 蘇崇溥 

復業： 

 九月份：  

 十月份：196 沈怡伶 

 十一月份：20 陳玟穎 

停業： 

  九月份：85 漆雅芳 

 十月份：93 林慈惟 388 賴虹聿 

 十一月份：475 周佳音 

學術組: 

1. 9/22 奇美醫院師資培育中心 107 年度教學評估新知與評估技巧實作工作坊 

2. 10/13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2018 年「輻射防護（上午）暨醫事放射師全人照護師資

培育（下午）」 

3. 11/1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輻射防護研討會課程 

公關組： 

       公會交流活動繁多，煩請所有理監事都需要代表公會出席各類活動。  

 財務組： 

 107 年常年會費已寄發繳費通知。 

十一月底存簿餘額 218101 元。 

 

 

 

 



 

八、討論提案： 

(一) 、案由：請討論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舉辦事宜。 

說明：  
1. 本次將提供紀念品以鼓勵會員親自及委託(每位會員限受一人委託)參加

會議。 

2.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舉辦地點成大醫學院講堂。 

3. 將準備每份 150 元餐盒共 250 份。 

4. 為了鼓勵會員參加本次大會及學術研討會將備精美保鮮盒紀念品。 

5. 工作分配 

6. 理事名單：么煥忠、許錫銘、黃建中、賴政詩、黃美蘭、吳秀蒂、吳綠

茵、江鎧琳、翁雅茹、陳金鳳、簡廷憲、詹靜婷、汪珮如、鄭義成、林

宏吉、趙玉潔、陳興隆、謝佳穎、羅渝恩、王唯勳、蕭福仁 

    議  決： 

1. 報到處(選票、禮品、餐盒、摸彩卷)  

i. 發送選票時間(13:00~) 

ii. 發送摸彩卷時間(13:00) 

iii. 發送禮品時間(禮品卷 13:00 禮品大會後) 

iv. 發送餐盒時間(13:00) 

2. 攝影：林宏吉 

3. 繼續教育主持人：理事長 

4. 會員大會：理事長、財務、總幹事、常務監事 

5. 模彩:來賓禮金、行動電源、一卡通(部分有儲值):1/3 

6. 繼續教育法規感控 

 

    (二)、案由：請討論理監事暨全聯會會員代表選舉相關事宜。 
    說  明： 

1. 選舉公告已經 11/5 公告。 
2. 12/6 候選人號次抽籤。 
3. 選票印刷。 
4. 選舉工作分配。 
5. 監事名單：簡宓緹、王惠民、林有為、李玲、姚惠貞、洪銘德、王姵涵 

    議  決： 
1. 圈選、投票、監票處: 謝佳穎、羅渝恩、王唯勳 

2. 唱票: 

1. 理事： 

甲、 李玲、江鎧琳、翁雅茹 

乙、 姚惠貞、陳金鳳、簡廷憲 

丙、 洪銘德、詹靜婷、汪珮如 

2. 監事、會員代表 

甲、 王姵涵、鄭義成、趙玉潔 

 

(三) 、案由：請討論設立副理事長職務相關事宜。 

   說  明： 



1. 全聯會章程: 第 十九 條之一：本會置理事長一人，副理事長二人，由

全體理事就常務理事之中票選擔任之。 

2. 台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章程第十八條理事就當選常務理事中選任理事

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以得票最高者為當選，連選得連任一次。理事

長之職權：代表本會綜理一切會務，指揮監督所屬會務人員，擔任會員

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由副理事長)代

理之，副理事長不能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缺額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3. 理事就當選常務理事中選任理事長一人，以得票最高者為當選，連選得

連任一次。理事長得以經理事會同意任命常務理事中一名擔任副理事

長。理事長之職權：代表本會綜理一切會務，指揮監督所屬會務人員，

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由副理事長

代理之，副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

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缺額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議  決： 

 修正前 修正後 
第 18 條 理事就當選常務理事中選任理

事長一人，以得票最高者為當

選，連選得連任一次。理事長

之職權：代表本會綜理一切會

務，指揮監督所屬會務人員，

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

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

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

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

事缺額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

之。 

理事就當選常務理事中選任理事長

一人，以得票最高者為當選，連選

得連任一次。理事長得以經理事會

同意任命常務理事中一名擔任副理

事長。理事長之職權：代表本會綜

理一切會務，指揮監督所屬會務人

員，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權時，由副

理事長代理之，副理事長因事不能

執行職權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

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缺額

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四)、案由：第三屆理監事暨第七屆全聯會會員代表候選人號次抽籤 

    說  明： 
1. 理事候選人 24 位 
2. 監事候選人 8 位 
3. 第七屆全聯會會員代表：15 位(按 30 位會員 1 位代表) 

    議  決： 
 

理事候選人號次：01 林宏吉 02 詹靜婷 03 賴政詩 04 陳冠宏 05 陳金鳳 06 李玲 07 姚惠貞         

08 王唯勳 09 汪珮如 10 簡宓緹 11 謝清海 12 洪銘德 13 徐章傑 14 賴昭如 15 吳秀蒂 16 翁雅茹 

17 楊濟民 18 鄭于吟 19 吳綠茵 20 黃美蘭 21 洪志賢 22 黃建中 23 蘇文經 24 簡照峯 

監事候選人號次：01 郭育豪 02 林美吟 03 許錫銘 04 陳明宏 05 李政翰 06 么煥忠 07 趙玉潔 

08 鄭義成 



第七屆全聯會會員代表：01 王唯勳 02 鄭于吟 03 黃美蘭 04 許錫銘 05 黃建中 06 陳明宏 07 胡仲

人 08 陳冠宏 09 吳綠茵 10 蘇文經 11 吳秀蒂 12 翁雅茹 13 么煥忠 14 呂建達 15 賴政詩 

 

九、臨時動議。  

(一) 、案由：提請討論邀請下屆理監事候選人列席下次理監事會議。 

    說  明：下次理監事會議將進行決算、預算及 108 年度工作計畫 

        議  決：通過，請總幹事通知候選人。 

 

  

十、散會。 
 


